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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
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 11月 4日上午主持
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研究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规
划、发起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设
立丝路基金。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丝
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
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
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具有
深厚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能够把快速发
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
来。要集中力量办好这件大事，秉持亲、诚、
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近睦远交，使沿线
国家对我们更认同、更亲近、更支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克强，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
经领导小组成员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成员张高丽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一带一路”规划、发起
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
金的汇报，领导小组成员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一带一路”贯
穿欧亚大陆，东边连接亚太经济圈，西边进

入欧洲经济圈。无论是发展经济、改善民
生，还是应对危机、加快调整，许多沿线国
家同我国有着共同利益。历史上，陆上丝绸
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我国同中亚、东
南亚、南亚、西亚、东非、欧洲经贸和文化交
流的大通道，“一带一路”倡议是对古丝绸
之路的传承和提升，获得了广泛认同。

习近平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
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
开放，我国经济正在实行从引进来到引进
来和走出去并重的重大转变，已经出现了
市场、资源能源、投资“三头”对外深度融合
的新局面。只有坚持对外开放，深度融入世
界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强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诚
心诚意对待沿线国家，做到言必信、行必果。
要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同沿线国家开展合
作，让沿线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要实行包容

发展，坚持各国共享机遇、共迎挑战、共创繁
荣。要做好“一带一路”总体布局，尽早确定今
后几年的时间表、路线图，要有早期收获计划
和领域。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抓落实，由易
到难、由近及远，以点带线、由线到面，扎实开
展经贸合作，扎实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脚踏实
地、一步一步干起来。

习近平指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
抓住关键的标志性工程，力争尽早开花结
果。要帮助有关沿线国家开展本国和区域
间交通、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规划，共同
推进前期预研，提出一批能够照顾双边、多
边利益的项目清单。要高度重视和建设一
批有利于沿线国家民生改善的项目。要坚
持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共同推进，促进我
国同沿线国家教育、旅游、学术、艺术等人
文交流，使之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习近平强调，“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

长期工程，要做好统筹协调工作，正确处理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鼓
励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各类企业参与，同
时发挥好政府作用。要重视国别间和区域
间经贸合作机制和平台建设工作，设计符
合当地国情的投资和贸易模式，通过机制
化安排推进工作。要加大对外援助力度，发
挥好开发性、政策性金融的独特优势和作
用，积极引导民营资本参与。要统筹好部门
和地区关系，各部门和各地区要加强分工
合作、形成合力。

习近平指出，要以创新思维办好亚洲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发起并同
一些国家合作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是要为“一带一路”有关沿线国家的基础
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促进经济合作。
设立丝路基金是要利用我国资金实力直接
支持“一带一路”建设。要注意按国际惯
例办事，充分借鉴现有多边金融机构长期
积累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制定和实施严格
的规章制度，提高透明度和包容性，确定
开展好第一批业务。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和丝路基金同其他全球和区域多边开发
银行的关系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替代
的，将在现行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下运行。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出席，中央和
国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习近平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 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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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堪培拉 11 月 6
日电（记者鲍捷） 一座象
征着中澳人民友好合作的
北京花园，日前在澳大利
亚首都堪培拉市的格里芬
湖畔竣工，竣工典礼于 6
日上午举行。中国驻澳大
利亚大使马朝旭和澳大利
亚首都领地政府首席部长
凯蒂·加拉格尔女士等出
席了竣工典礼。

北京花园是北京市赠
送给友城堪培拉的永久性
礼物。花园距澳大利亚联
邦议会大厦和中国驻澳大

利亚大使馆均只有咫尺之
遥，面积近 1 万平方米。
花园依坡傍水，高贵典雅
又不失清灵闲适，既吸收
了澳大利亚园林轻松空
旷、方便游人休憩、感受
天地之气的特长，又体现
了中国古典园林“天人合
一”的造园理念。

该工程于2014年5月
正式开工。工程所用石材
均是北京房山青白石，与
北京故宫所用的石材完全
相同，因此北京花园是地
地道道的“北京制造”。

堪培拉北京花园竣工堪培拉北京花园竣工

谁能从中国海外
基建投资潮受益

■ 梅新育

谁能从中国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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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新育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6 日电 （记
者李宣良、胥金
章） 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近日签署命
令，解放军审计署
由总后勤部划归中
央军委建制，在中
央军委领导下，主
管全军审计工作，
对中央军委负责并
报告工作，其党的
建设、政治工作和
行政管理由军委办
公厅领导。调整解
放军审计署建制领
导关系命令宣布大
会 6 日 在 北 京 举
行，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中央军委
副主席范长龙出席
并讲话，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央
军委副主席许其亮
宣读命令。

据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记者熊
争艳）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6日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埃塞俄比亚人民代
表院议长阿卜杜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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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见阿卜杜拉

11 月 6 日，大型文物展“丝绸之
路”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展
至 2015 年 1 月 5 日。该展览汇集了来
自全国 16个省、区、市 44家文博单位
的 400 余件文物珍品，规模居近年来

国内举办的丝绸之路的展览之首。
下图：观众在观看东汉时期的

青铜车马出行仪仗俑。
右图：唐代三彩釉陶载乐骆驼。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丝路文物 北京大展丝路文物丝路文物 北京大展北京大展

据新华社北京11月 6日电 国务院
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进口的若干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部署实施积极
的进口促进战略，推进贸易便利化，改善
贸易环境，促进进出口稳定平衡发展。

（解读报道见第二版）

国办印发意见

积极促进进口

从 2011 年倡议成立中国—
东盟互联互通合作委员会，设立
30 亿元人民币的中国—东盟海
上合作基金，以推动海上互联互
通建设，向东盟追加 100 亿美元
信贷，出资完成老挝和缅甸等国
境内道路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
到即将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和丝路基金，再到亚太经合
组织（APEC）北京会议将《APEC
互联互通蓝图》列为重点议题，中
国海外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洪波涌
起。那么，谁能从中受益？

无疑，中国实业部门将从中
受益。工程建筑、装备工业、建材
工业都在最大受益者行列。在国
内经济增长和持续 10 余年的超
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减速之际，

海外基础设施投资浪潮将给它们
开辟发展新天地，发掘实现海外
市场的潜在需求，消化国内暂时
貌似“过剩”的产能，避免我国产
业调整走上“自废武功”的歧路。

同样毫无疑问，中国金融产
业将从中受益。中国从 2010 年
起就一直是世界海外工程承包第
一大国，但迄今基本上只是扮演
单一的设计和建设者角色，中国
金融机构为之提供的基本上只有
单一的债务融资工具。在这一轮
中国海外基础设施投资浪潮中，
中国企业将从设计和建设领域延
伸进入投资运营领域，海外各类
基础设施特许投资经营项目将备
受中国投资者瞩目。

同样确定的是，中国的贸易
伙伴将从中受益。因为基础设施薄
弱正是制约全世界众多国家和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即使不

少发达国家和“金砖国家”这样的
热门新兴市场经济体也不例外。

世行统计，2006 年，停电
给 印 度 造 成 了 6.6% 的 销 售 损
失；巴西港口以延误而“驰名”
于国际贸易界，从巴西出口一个
集装箱的成本是中国的两倍以
上、印度的 1.5 倍以上；印尼国
内各岛屿之间运输成本高于对华
运输成本……基础设施滞后，从
效率、区域发展平衡、收入分配
等许多方面，拖累了发展中国家
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突破基础设施瓶颈制约，是
众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共同的长期
迫切愿望，但他们的期望受到了
资本缺口、技术和组织能力不足等
问题的限制。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体

系的效率在全世界数一数二，中国
海外基础设施投资浪潮可望为他
们提供融资、设计规划、设备、材
料、建设、人力一揽子解决方案，解
救他们稳定宏观经济燃眉之急，夯
实他们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基础。

中国投资的机会向所有伙伴
打开，但良禽择木而栖。在全球性
发展竞争中，中国的贸易伙伴只
有切实改善商业环境，改革国内
经济体制中不合时宜妨碍效率之
处，扩大经济开放，超越违背客观
经济规律的民粹主义束缚，他们
的“梧桐树”才能招徕尽可能多的
中国投资“金凤凰”。

（作者为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本报北京 11月 6日电 （叶晓
楠、李颖）“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专
题展”开幕暨《藏传佛教活佛转世》
纪录片开机仪式今天在北京举行。
这次展览是近年来全面反映藏传佛

教活佛转世制度的一次重要活动，
纪录片是我国首次拍摄反映藏传佛
教活佛转世全过程的影视作品。

藏传佛教“活佛转世”这一传
承方式产生于 13 世纪。700 年来，

活佛转世形成了一套系统完
整的制度。2007 年，国务
院颁布出台了《藏传佛教活
佛转世管理办法》，对活佛
转世的原则、条件和审批程
序等作出明确规定，标志着

国家对活佛转世的管理走上法制化
道路。

本次展览由西藏文化博物馆举
办，展览即日起在西藏文化博物馆
开展，纪录片计划于明年5月上映。

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纪录片开机
将首次展现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全过程

有“柿子之乡”之称的陕西省富平
县曹村镇，今年柿子产量近2万吨，可
加工柿饼5000多吨。图为村民在晾晒
柿子。 新华社记者 陶 明摄

柿子红了柿子红了

图为北京花园园门。 钱 军摄 （新华社发）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标准的中国高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标准的中国高铁，，凭借施工技术凭借施工技术、、
成本成本、、劳动生产率等优势劳动生产率等优势，，逐渐获得世界逐渐获得世界认可认可。。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
究员 张建平】

“‘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推进新
一轮改革开放的重大平台。”一方
面，“一带一路”的空间范围开放包
容，几十个陆上和海上邻国及周边国
家，都与我国经济结构有较强互补
性；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发展理念
开放包容，是基于各国文化认同的平
等框架下推动的经济合作，不会对既
有合作机制产生恶性竞争，还会为这
些机制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

【中国贸促会会长 姜增伟】
“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

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约 44
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
约占全球的63％和29％。这些国家
普遍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期，开展
互利合作的前景广阔。

【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院长 李向阳】

“一带一路”具有合作方式的多
元化和合作对象的开放性两大特
征。其兼容并蓄的优势，可以实现
与现有区域机制的对接。

【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研究员 赵江林】

由于“一带一路”是一个大的系
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争取“早期
收获”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点。

（据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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